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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二 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2,640,634 16,190,163
經營溢利 1,023,670 651,38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30,822 228,498
股東應佔溢利 801,975 749,733
每股盈利  —  基本 港幣0.38元 港幣0.36元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0.11元 港幣0.10元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東權益 14,054,540 13,442,534
少數股東權益 4,425,069 3,858,801
綜合借款淨額 3,147,484 2,856,490
負債比率 1 17.03% 16.51%
流動比率 1.33 1.29
每股資產淨值：
　賬面值 港幣6.68元 港幣6.43元

附註：

1. 負債比率指綜合借款淨額與股東權益及少數股東權益之比例。

營業額及溢利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2 8,996,290 5,978,428 148,319 285,507

零售 6,873,481 4,303,594 78,746 (88,818)

食品加工及經銷 2,692,170 2,357,389 203,435 175,461

飲品 2,299,034 1,908,632 57,029 25,253

紡織 1,700,749 1,410,521 45,795 82,274

物業 156,881 142,627 166,891 165,931

投資及其他業務 — 167,877 178,395 167,581

小計 22,718,605 16,269,068 878,610 813,189

對銷業務間之交易 (77,971) (78,905) — —

公司總部利息淨額及費用 — — (76,635) (63,456)

總額 22,640,634 16,190,163 801,975 749,733

2. 剔除於2003年因出售資產所得應佔溢利港幣1.43億元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業務之盈利實際較去年同期增長4.2%。

‧ 營業額錄得強勁增長至港幣226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40%

‧ 股東應佔溢利上升7%至港幣8.02億元

‧ 若剔除2003年因出售航空燃油設施所得之收入，本期經常性盈利實際上升32%，大部份業務亦取得令人鼓舞的好轉

‧ 宣佈派發每股港幣11仙中期股息，較去年同期上升10%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
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約達港幣22,640,600,000元和港幣802,000,000
元，較上年同期增加39.8%和7.0%。按加權平均數基準計算，本集
團每股盈利為港幣0.38元，對比二零零三年為港幣0.36元。若剔除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本集團因出售所持香港國際機場航
空燃料補給設施之權益所得的應佔溢利港幣143,200,000元，此中期
股東應佔溢利之增長實為32.2%。香港消費氣氛改善、中國內地經
濟持續增長、加上本集團不斷努力振興零售業務，均帶動經常性盈
利出現強勁增長。

中期股息

董事局已決議，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四年十
月四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11元（二零零三年：每股港
幣0.10元）。

暫停辦理股東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包括首尾
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
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午
四時三十分之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處——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前景

隨著本集團推行多項措施以精簡業務運作及提升盈利能力後，本集
團核心盈利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錄得強勁增長。儘管二零零三年上
半年受非典型肺炎影響，比較基數相對較低，但本期間大多數業務

之盈利貢獻，尤其是零售、飲料、食品及物業業務，已超越二零零
二年同期。我們落實執行的零售帶動分銷模式，已取得良好進展。

超級市場業務已從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的影響中復甦，期
內亦錄得帶來盈利之增長。經過積極的塑造模範，自本年初以來在
華南及華北地區新開設的綜合超市，初步成績符合預期。本集團進
一步增持蘇果超市之權益，預計將可為江蘇省一帶的超市業務帶來
協同效應。香港零售市道漸見起色，加上本集團已終止經銷若干盈
利能力較低的品牌，已令中國內地的品牌時尚產品經銷業務開始向
好，本集團對本年餘下期間的業務表現持樂觀態度，相信零售業務
將持續改善。

釀酒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其在中國東北、華北、西南、華
中、華東及華南地區之市場版圖。位於東莞的新啤酒廠將於十一月
份動工興建，預期將於二零零六年初投產。本集團在安徽省收購兩
間具競爭力的釀酒廠後，對集團區內現有的業務已發揮即時的協同
效應和成本效益。為抵銷原料價格及燃料成本上升的影響，本集團
已於六月開始提升部份地區的啤酒價格，以配合當地市場策略。我
們的全國雪花品牌繼續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為了進一步突顯雪花
品牌之市場定位，新一輪的廣告攻勢已於七月展開，以「成長」作為
推廣雪花品牌的主要思路，連繫個人成長過程中的喜悅和成就。

本集團旗下的食品加工及經銷業務，將繼續在中國內地肉類市場尋
找合適投資機會，深圳和上海的兩個肉類加工中心，將分別於本年
度下半年及明年投產。在目前的業務環境裡，預期紡織業務下半年
將會面對一定的困難。紡織及成衣行業短期內的競爭仍會非常激
烈，但隨著本集團有效落實技術改造計劃，加上棉價逐步回落，本
集團對紡織業務的長遠發展仍然感到樂觀。石油及化學品經銷業務
未受全球油價波動影響，中期業績表現理想。本集團將着重有效的
對沖及存貨管理政策，並會繼續評估在中國內地的業務發展潛力。

在香港，通縮逐漸消失，失業率下降，旅遊業因中國內地旅客日漸
增加而轉趨蓬勃，商業及消費氣氛均告好轉。在中國內地，經濟一
直維持高速增長，零售市場成為當中的受惠者。然而油價高企、利
率上升、中國內地實施宏觀經濟調控及亞洲區近期爆發禽流感等因
素，均對本集團構成挑戰。本集團將會繼續監察經營環境的變化，
以務實的措施迎接挑戰，尤其注重通過整合市場、地區壟斷及建立
品牌等方法，提高現有業務的業績水平。本集團實施零售帶動分銷
模式，大力拓展中國內地及香港零售市場，帶動本集團的整體發
展。本集團有信心在上半年的進展上，配合現有恰當的策略提升競
爭能力，二零零四全年可望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

企業管治

本集團相信，要改進企業管治達致良好水平，管理層長遠承擔不可
或缺，而各個委員會的特定功能，對強化內部監控的作用尤其舉足
輕重。期內，審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及營運表現，
同時討論經修訂或新頒佈的會計準則對披露財務資料的重大影響。
薪酬委員會亦召開會議，為董事確立一個制度化而公平的薪酬制
度，同時制訂獎勵計劃，吸引優秀人才加盟及留效。

此外，本集團改善企業管治水平的努力亦備受投資界的注目。本公
司於四月號的亞洲金融雜誌（FinanceAsia Magazine）被評為中國「最
佳管理公司」之一。本集團將會繼續致力提高公司管治、內部監控
及財務披露水平。

內部監控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對風險管理以及達成業務目標起著重要的作
用。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是為維護股東投資、保障本集團資產以
及確保財務報表並無虛假而設的。從整體業務層面維持充份的內部
監控制度並定期檢討制度的效能，乃屬董事局之責任。

根據高級管理層及內部核數師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所進行的評估，董事局認為，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包括會計制
度），足以合理地保證：本集團能夠鑑別與監察可能出現的業務危
機；本集團的資產不會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或出售；本集團已
設置適當的會計記錄；以及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內容可靠，可予公佈。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明白公開、公平及積極與投資者溝通的重要性。本集團於二
月在上海出席投資者會議，詳細討論其零售帶動分銷模式取得的進
展。於四月，本集團超市業務的管理層參與了全球路演，解釋本年
度提高營運表現的執行計劃。本集團已與位處於美國、歐洲、新加
坡及香港等地六十多家金融機構接觸，並取得理想的回應。

社會責任

於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參與不同慈善團體的活動，喚起社會公眾對
貧困、失學、危疾或受難於災禍人士的關注及同情，為解決香港及
中國內地社會的需要略盡綿力。本集團通過物業業務向一個兒童教
育基金捐款，藉以支持青少年教育，培養年青人對求學的熱誠。本
集團的長遠目標是盡力提升對客戶、僱員及股東的回報，同時以不
同方式回饋社會。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對股東及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以及全體員工
的出色表現、寶貴貢獻和忠誠服務，表示衷心謝意。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寧高寧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

業務回顧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本集團的石油及化學品經銷業務主要是在香港及中國內地經銷石
油、石油氣及化工品。本業務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
度的營業額為港幣8,996,3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50.5%。若剔除
於二零零三年度因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公司所持有在香港國際機
場的航空燃料補給設施的權益而獲得一項應佔所得利益的進賬，則
期內的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48,300,000元，較二
零零三年同期增長4.2%。

於回顧期內，全球石油價格上升至十年來的歷史性高位，帶動成品
油及化工品價格較去年大幅攀升。強勁增長超過40%的成品油銷量
有助於彌補因全球石油價格快速上漲而下滑的毛利率，對業務純利
的穩定增長做出了貢獻。

與去年同期比較，成品油分銷業務錄得穩定盈利貢獻增長。儘管面
對激烈的價格競爭壓力，本集團仍可取得多項燃料油及航空煤油的
供應合同，成品油分銷業務仍然取得不俗的銷售量增長。由於油價
高企，而售價調整機制滯後，導致航空煤油貿易業務的毛利率受到
成本上漲拖累，大大抵銷因柴油及燃料油銷量上升所帶來的盈利。

於回顧期內，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石油和石油氣加油站業務的盈利減
少。毛利率下降是由於油價上漲，及香港加油站的石油氣價格調整
機制滯後所致。

化工產品業務於本年度首六個月的盈利減少。進口化工品面對國內
生產的化工品競爭，需調整定價方能保持在中國內地市場的需求
量，化工業務的毛利率因而受到影響。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八月與蘇州市政府合作，在蘇州經營管道燃氣
業務，於回顧期內的營業額及純利貢獻理想。蘇州業務將繼續鋪設
管道，直接輸送管道燃氣至蘇州新區的用戶。中國內地製造業持續
增長、天然氣具備相對成本優勢、以及環保意識日漸提高等因素，
均有利於中國內地燃氣業務的發展。本集團將審慎研究這方面的投
資機遇，憑藉本集團的經驗，充份發揮競爭優勢。

展望未來，預期中國內地的經濟將繼續穩步發展，而成品油及化工
產品的需求將仍然殷切。本集團將進一步擴展成品油產品的經銷網
絡，並把握於中國內地燃氣業務的投資機會。鑑於全球油價繼續高
企，本集團將採取審慎的存貨控制和對沖措施，以舒緩油價波動對
業務表現的影響。

零售

本集團的零售業務主要由以下三類業務模式組成： (1)超級市場業
務；(2)在中國內地的品牌時尚產品經銷業務及(3)其他零售店業務。
在回顧期內，零售業務總營業額達港幣6,873,500,000元，較去年同
期增長59.7%。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78,700,000
元，較去年同期非典型肺炎爆發時的虧損港幣88,800,000元大為改
善。

於回顧期內，中國內地經濟仍持續穩定發展，本地消費也錄得增
長。今年上半年，消費者購買力保持穩健增長，其中尤以經濟發達
城市及周邊地區最為顯著。在本地消費力反彈和中國內地遊客激增
的情況下，香港經濟穩步復甦，而零售業得以繼續增長。受惠於經
濟回升，加上採取有效管理措施以提高超級市場營運效率，本集團
的零售業務在營業額及盈利能力方面均取得可觀的增長。

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和物流業務營業額錄得顯著增長，達港幣5,893,200,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73.8%。本業務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
利為港幣 40,200,000元，相對於二零零三年同期則淨虧損港幣
66,100,000元。於上半年的未計息、稅、折舊及攤銷前綜合盈利
（「 EBITDA」）為港幣 249,000,000元，對比去年同期虧損港幣
10,300,000元。

本集團現時透過三家附屬集團公司經營超市業務，包括華潤萬家有
限公司（「華潤萬家」）及蘇果超市有限公司（「蘇果超市」），蘇果超
市自二零零三年十月起已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
月底，本集團經營近1,700間零售店舖，包括在香港經營超過80間標
準超市，而在中國內地則經營18間大型超市，為數約330間標準超
市、210間便利店、100間綜合超市，以及超過900間特許經營店舖。

營業額大幅上升，主要原因是在回顧期內合併了蘇果超市的營業
額，及二零零三年第二季非典型肺炎爆發，拖低了大型超市的銷
售。我們不斷努力提高商品質量和優化商品組合，以滿足顧客需
求，對營業額的增長也有幫助。華東及華北的超市業務的同店增長
錄得顯著上升。

由二零零三年十月起併入蘇果超市的業績，提升了超市業務的盈
利。與去年同期相比，蘇果超市在營業額及盈利方面均錄得強勁增
長。憑著有效的定價策略及優化商品組合，蘇果超市於回顧期內的
同店增長及毛利率取得理想增幅。

包括通道費收入和進貨返利在內的來自供應商的收益是超市業務盈
利的重要來源，自二零零三年第三季起新管理團隊實施新供應商回
饋收入機制後得以顯著改善。今年上半年其它超市業務（包括華潤
萬家）的這部份收益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54%，加上透過嚴格的
成本控制措施令營運效率持續改善，從而降低營運費用，令回顧期
內本業務的虧損大幅減少。

在回顧期內，蘇果超市和其它超市業務上半年的  EBITDA 分別為
盈利港幣104,000,000元和盈利港幣61,500,000元，而其它超市去年同
期的EBITDA為虧損港幣51,900,000元。

隨著香港經濟環境改善，及經過香港進口往中國內地的冷藏食物被
暫停，令倉儲需求保持上升，使得現有的倉儲業務持續錄得穩定的
經營業績。連同來自新收購物流業務的貢獻，超市業務中的物流業
務於本年上半年取得令人滿意的業績。

為了配合本集團超市業務全新品牌戰略的推進，計劃於二零零五年
底前在所有超級市場推出全新品牌標誌，惟蘇果超市旗下的超級市
場除外。為了進一步增強顧客的忠誠度，本集團在自有品牌及拓展
超市產品方面，將進行嚴謹的研究。

為形成江蘇省超市業務之協同效應，本集團已六月初與江蘇省果品
食雜總公司達成收購協議，再收購蘇果超市24.25%股本權益，正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批准。為貫徹零售帶動分銷戰略，提高不同
業務的協同營運效率，並充份把握中國內地加入世貿組織後承諾於
今年年底前對外商投資零售業的限制放寬帶來的好處，本集團有意
收購華潤萬家餘下的35%股權。完善的物流網絡和規模效益將進一
步改善盈利能力，並加強本集團超市業務在中國內地富裕地區的市
場領導地位。

儘管中國政府自年初以來實施宏觀調控政策，中國內地經濟預期仍
將持續保持穩定增長，因此本集團對今年餘下期間零售業務持續改
善相當樂觀。

品牌時尚產品經銷

本業務於上半年錄得港幣513,700,000元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15.0%。本業務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4,100,000
元，相對於二零零三年同期非典型肺炎爆發時則淨虧損港幣
16,500,000元。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底，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指定城市，透過約690個
自營店及特許經營店，經銷10個國際品牌。

本年度上半年銷售情況取得增長，主要是「Esprit」品牌銷售額增加
所致。由於店舖數量增加，以及大力宣傳以推廣品牌知名度，刺激
了批發業務營業額增長，致使「Esprit」品牌營業額比二零零三年同
期上升19.1%。期內對終止經營品牌的商品進行清倉促銷，降低了
存貨水平，並改善了財務狀況。

其他零售店

在本年度上半年，本業務的營業額為港幣466,600,000元，維持穩定
水平。本業務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24,400,000元，
反觀去年同期在非典肆虐期間則錄得淨虧損為港幣6,200,000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底為止，本集團在香港經營一系列零售店，包
括5間中藝、1間華潤百貨及29間華潤堂。

華潤百貨營業額下降，乃位於旺角中心的一間百貨店於二零零三年
結業所致。其餘兩間百貨店上半年的營業額取得理想增長。隨著消
費意欲進一步回升，本港內部消費情況有所改善，加上訪港內地旅
客數目與日俱增，都成為推動銷售持續增長的動力。

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中藝業務的經營溢利有所改善，主要由於銷
售額增長和改善商品組合提升了毛利率。位於軒尼詩道華潤百貨結
業前的減價促銷錄得理想成績，對整體零售店營業額的增長和扭虧
為盈均有幫助。華潤堂業務營業額錄得溫和增長，而因品牌活動宣
傳開支增加，令其經營溢利輕微下降。

本集團將會繼續在旗下超級市場內開設更多華潤堂，務求更充份發
揮各業務間的協同效應，並會考慮在時機成熟時打入內地市場。

食品加工及經銷

在二零零四年首六個月，食品加工及經銷業務錄得營業額及未計公
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分別為港幣 2,692,200,000元及港幣
203,400,000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分別增加14.2%及15.9%。若剔除因

聯營公司  —  湖南新五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而被視為出售部份權益的溢利，本業
務在期內的盈利表現相對穩定。

食品經銷業務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長18.6%，純利貢獻穩定。經銷
量增長不俗，此乃由於亞洲鄰近地區爆發禽流感，致令進口家禽減
少，加上香港市民健康意識提高，均令質素較佳的品牌食品需求上
升。本集團不斷大力宣傳「五豐」品牌優質鮮肉，並通過產品組合多
元化、改良營銷策略以擴大凍肉經銷業務的客源，該等措施成為銷
售量增長之主要動力。縱使收入不俗，但由於中國內地活畜價格攀
升，使毛利率輕微下降。

遠洋捕撈和水產品加工業務的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增長
8.6%及144.5%。本集團不斷努力開闢更多優質魚場，提高船隊捕撈
能力，並拓展銷售網絡，此等行動對改善盈利能力均見成效。

上海的肉類加工中心正在興建中，進度良好。為實施本集團提升各
業務間協同效應、進一步擴展中國內地肉食市場之策略，本集團於
二零零四年四月與深圳市商貿投資控股公司簽訂協議，收購深圳市
食品總公司的70%股權。本集團旨在整合深圳項目與香港市場業
務，充份把握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的機遇，提高業務盈利能力。本
集團預期，深圳和上海的肉類加工中心將分別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
開始產生盈利貢獻。

飲品

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飲品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2,299,000,000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20.5%，而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
57,0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25.8%。

本業務的營業額和盈利增長，主要由於啤酒及純淨水業務的銷量增
加所帶動，啤酒的銷量增加了17%，約達1,400,000千升，純淨水的
銷量則增加了27%，約達200,000千升。不計新收購的釀酒廠，本業
務在本年度上半年仍錄得約11%的內涵增長。四川、哈爾濱、湖北
和大連等地區釀酒廠的銷量增長勢頭凌厲。為了刺激整體銷量，本
業務採取有效的營銷策略，藉以加強分銷網絡的力量，提高對該等
地區的零售店舖和食肆的銷量。本業務位於四川的釀酒廠已成功打
入鄰近地區的新市場，也有助回顧期內的銷量增長。

儘管原料價格和燃料成本上揚，本業務的毛利率仍然維持與去年相
若的水平，主要是由於產量增加，有助減低單位生產成本，以及改
良產品結構所致。在回顧期內，利息開支大幅下降，主要是由於將
人民幣貸款轉換成為美元貸款。本業務最近在浙江省收購一間釀酒
廠，並於安徽省收購了兩間釀酒廠，這些釀酒廠為本業務帶來理想
的業績貢獻，令純利得以明顯增長。

由於本業務大力推廣全國知名的「雪花」品牌策略非常成功，使得
「雪花」品牌啤酒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38%至近410,000千升，對比去
年同期只有約300,000千升。

本業務最近在浙江省和安徽省收購多間釀酒廠後，令主要市場據點
進一步伸展至華中以至華東地區。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底為止，本
集團合共經營逾30間釀酒廠，年生產能力約達5,000,000千升。

為抵消原料價格和燃料成本上漲的影響，在考量當地的營銷策略
後，本集團於六月份提高了部份地區的啤酒售價。為推廣全國性品
牌  —「雪花」啤酒的新一輪廣告攻勢已於七月展開。本集團在廣
東省東莞投資約人民幣680,000,000元的新釀酒廠將於11月動工，預
期將於2006年年初投產，年產能力最終將達300,000千升。本集團將
會繼續專注建立品牌，豐富產品組合，並致力擴充中國內地的市場
版圖。

紡織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紡織業務的營業額為港幣
1,700,7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0.6%。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
前純利為港幣45,8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4.3%。

本業務營業額有所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收購的華潤
錦華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華潤大生紡織有限公司及濟南華豐紡織有
限公司帶來的業績貢獻，另外棉價高企驅使產品售價上揚，也帶動
本業務的營業額增長。部份補償了由於兩間廠房搬遷新址暫停生產
而拖低的銷售量。加上棉價上漲，導致毛利率下跌，以及採購棉花
的財務成本增加，因此，本業務在本年度上半年錄得的純利下降。

在目前的經營環境下，預計下半年本業務經營仍會面臨困難。本集
團將會繼續採取積極措施，以減輕棉價波動所造成的影響。技術改
造的大部份機器將於今年下半年全面投產。本集團深信，技術改造
計劃定可改善生產效率、提高紡織業務的產品質量，增強長期盈利
能力。

物業

物業業務主要包括零售店鋪、辦公室和工業單位的收租物業，於二
零零四年上半年分別錄得營業額港幣156,900,000元及未計公司總部
利息及費用前純利港幣 166,900,000元，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了
10.0%及0.6%。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收租物業錄得營業額及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
費用前純利分別為港幣150,900,000元及港幣166,300,000元，較去年
同期分別上升9.7%及15.7%。

由於物業市場氣氛好轉，零售物業的需求於回顧期內持續上升，零
售店舖的平均出租率維持94.7%的高水平，而工業單位的平均出租
率則攀升至90.2%。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繼續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

本集團位於軒尼詩道的零售物業原先由華潤百貨租用，有關翻新工
程已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初展開，預計將於本年底前完工。

投資及其他業務

繼預拌混凝土業務於二零零三年七月成功分拆後，截至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及其他業務並無錄得任何營業額（二零
零三年：港幣167,9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
港幣178,400,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167,500,000元）。

貨櫃碼頭

本集團擁有  HIT Investments Limited 的10%權益。香港國際貨櫃碼
頭的吞吐量及息稅前盈利分別較上年同期增加12%和5%。鹽田港的
吞吐量增長20%，息稅前盈利則有22%增幅，反映二零零三年年底
投入運作的鹽田港的第三期兩個新泊位提供的處理容量。鹽田港第
三期的最後兩個泊位預計將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完成。

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對剩餘資金採取中央管理政策，務求可更有效地控制資金運
作，藉此減省融資成本。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綜合
現金及現金等值達港幣4,588,0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借貸為港幣7,735,000,000元，其中港幣2,670,000,000元於一
年內到期，港幣 4,973,000,000元於二至五年內到期，以及港幣
92,000,000元於五年後到期。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尚未
動用的借貸備用額約港幣1,200,000,000元。除了230,000,000美元可
換股擔保債券外，所有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算。

以本集團的借貸淨額比對股東資金及少數股東權益計算，本集團的
負債比率約為17.0%（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5%）。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存款餘額中有17%以美元
持有、45%以人民幣持有及36%以港幣持有。本集團借貸中35%以美
元為單位、38%以人民幣為單位，而其餘則以港元為單位。為減低
外㶅兌換及利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已訂立若干遠期合約以及利率
調期合約，以對沖部份負債的風險。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資本開支約港幣
1,300,000,000元，  其中約65%用作添置固定資產，其餘用作收購
零售帶動分銷戰略下的食品加工及經銷、飲品和紡織業務新項目。
資本開支主要以源自經營業務的內部資源支付。

資產質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賬面淨值為港幣
379,500,000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57,800,000元）的
固定資產，以獲取短期貸款港幣307,200,000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質押以獲取短期貸款港幣256,700,000元）以及長期貸款
港幣56,400,000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質押以獲取長期貸
款港幣56,4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除聯營公司以外聘用近80,000
人，其中約95%在中國內地僱用，其餘的主要駐守香港。本集團僱
員的薪酬按其工作性質、個別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並以各種獎勵
計劃吸引、留住及鼓勵表現突出的員工，包括授出作為長期獎勵計
劃的購股權，使僱員利益與股東利益掛漖。

主席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1）

二零零四年中期業績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22,640,634 16,190,163
銷售成本 (18,764,232) (13,168,155)

毛利 3,876,402 3,022,008
其他收益 201,862 145,13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063,330) (1,734,989)
一般及行政費用 (991,264) (780,772)

經營溢利 3 1,023,670 651,381
財務成本 4 (134,950) (128,552)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143,17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30,822 228,498

除稅前溢利 1,119,542 894,504
稅項 5 (117,557) (70,202)

除稅後溢利 1,001,985 824,302
少數股東權益 (200,010) (74,569)

股東應佔溢利 801,975 749,733

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幣0.38元 港幣0.36元

　攤薄 港幣0.37元 港幣0.36元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所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三年全年財務報告所用者相同。

2. 分類資料

主要申報規格 — 按業務劃分

石油及 食品加工 投資及
化學品經銷 零售 及經銷 飲品 紡織 物業 其他業務 對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8,996,290 6,849,012 2,658,661 2,299,034 1,700,749 136,888 — — 22,640,634
　業務間銷售 — 24,469 33,509 — — 19,993 — (77,971 ) —

8,996,290 6,873,481 2,692,170 2,299,034 1,700,749 156,881 — (77,971 ) 22,640,634
其他收益 14,289 42,707 47,830 15,073 42,331 7,715 — — 169,945

9,010,579 6,916,188 2,740,000 2,314,107 1,743,080 164,596 — (77,971 ) 22,810,579

分類業績 179,756 153,579 258,527 212,970 88,435 132,821 (111 ) — 1,025,977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34,224)
利息收入 31,917

經營溢利 1,023,670
財務成本 (134,95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淨額 4,672 — 23,671 — 2,012 — 164,993 — 195,348
稅項 (82,083)

除稅後溢利 1,001,985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5,978,428 4,279,328 2,338,091 1,908,632 1,410,521 107,286 167,877 — 16,190,163
　業務間銷售 — 24,266 19,298 — — 35,341 — (78,905 ) —

5,978,428 4,303,594 2,357,389 1,908,632 1,410,521 142,627 167,877 (78,905 ) 16,190,163
其他收益 7,075 32,345 28,759 8,563 29,812 3,746 763 — 111,063

5,985,503 4,335,939 2,386,148 1,917,195 1,440,333 146,373 168,640 (78,905 ) 16,301,226

分類業績 166,733 (112,324 ) 216,613 132,254 100,823 137,643 6,387 — 648,129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30,819)
利息收入 34,071

經營溢利 651,381
財務成本 (128,552)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
　實體業績 143,177 — — — — — — — 143,17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淨額 3,980 5,079 22,809 — 4,342 — 152,163 — 188,373
稅項 (30,077)

除稅後溢利 824,302

次要申報規格 —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國家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營業額 8,979,223 11,507,892 2,153,519 22,640,634
　　其他收益 68,263 99,473 2,209 169,945

9,047,486 11,607,365 2,155,728 22,810,579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營業額 7,017,823 7,967,268 1,205,072 16,190,163
　　其他收益 67,144 37,920 5,999 111,063

7,084,967 8,005,188 1,211,071 16,301,226

3.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折舊
　　—  自置資產 528,397 469,732
　　—  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2,646 2,524
　無形資產攤銷
　　—  商譽（包括在一般及行政費用內） 50,565 39,077
　　—  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6,431 5,149
並已計入：
　來自非上市其他投資之股息 1,846 2,054

4. 財務成本

融資租約利息 816 1,162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11,446 107,089
不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貸款之利息 2,985 3,290
融資支出 19,703 17,011

134,950 128,552

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本期間稅項 遞延稅項 合計 本期間稅項 遞延稅項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75,723 (60,819 ) 14,904 80,783 (43,884 ) 36,899
　聯營公司 26,210 10 26,220 22,596 3,520 26,116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82,867 (15,645 ) 67,222 19,843 (26,706 ) (6,863 )
　聯營公司 9,254 — 9,254 14,009 — 14,009

海外
　附屬公司 (43 ) — (43 ) 41 — 41

194,011 (76,454 ) 117,557 137,272 (67,070 ) 70,202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7.5%）計算。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所得稅乃根據其有關稅務法例按估計應
課稅溢利撥備。海外稅項按各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股息

董事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1元（二零零三年九月：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0.10元）。根據截至本報告日之已發行股份數
目計算，股息總額估計約港幣231,580,000元（二零零三年：  港幣208,120,000元）。

7.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801,975 749,733
因行使可換股債券而節省之利息 36,106 34,352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838,081 784,085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99,115,270 2,080,405,215
可能對普通股構成之攤薄影響
　—  可換股債券／購股權 149,821,297 119,595,4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48,936,567 2,200,000,615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更詳盡資料

在過渡安排下，原只適用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46(1)及46(6)仍適用於此業績公
佈，而一份載有該等規定刊登之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局命
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宋林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寧高寧先生（主席）、宋林先生（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樹林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喬世波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閰 先生（副董

事總經理）、姜智宏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劉百成先生、王群先生、鍾義先生及鄺文謙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蔣偉先生及謝勝喜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陳普芬博士、

黃大寧先生及李家祥博士。


